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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昨日，

广州市举办第55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

会

（“守望相助 、共克时艰 ”专题 ）

，记者

在会上获悉，广州已推出疫情防控“多

语种微课堂”， 向世界人民传播疫情防

控经验及相关防护知识。

广州向国际友城捐赠口罩255万个

在通气会上，市委外办副主任邓昌

雄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截至目前，广州

共接受国际友城、国际组织、外资企业、

友好机构、华人华侨等捐赠现金、防疫

物资，累计价值约2.39亿元人民币。

疫情全球蔓延以后，截至3月23日，

广州市向5个国家12个国际友城捐赠的

255万个防护口罩及2200支非接触式红

外体温计均已送达，这12个国际友城分

别为伊朗戈尔干， 韩国光州、 仁川、釜

山，日本福冈、登别，意大利巴里、热那

亚、帕多瓦、米兰、都灵，法国里昂等。

同时，广州企业对外提供“广州造”

援助物资，其中，广州万孚生物技术公

司、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等向吉尔吉

斯斯坦、伊拉克等捐赠或提供超过10万

人份检测试剂盒。

广州应邀参加国际疫情防控在

线研讨会

据邓昌雄介绍，3月25日晚10时，广

州应邀参加由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地

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共同组织的首次

“地方政府圆桌会—分享抗疫一线经

验”国际疫情防控在线研讨会，与意大

利罗马、兰佩杜萨，西班牙巴塞罗那、马

德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哥伦比

亚波哥大，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南非德

班，伊朗德黑兰，中国西安等8个国家10

个城市一同参加。

邓昌雄说：“广州第一个交流发言，

在会上交流分享我市疫情防控、医疗救

治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向全球城市讲

述中国抗疫广州故事。 世界城地组织秘

书长塞兹高度肯定包括广州在内的中

国城市在疫情防控方面作出的努力和

取得的成果。 ”

“多语种微课堂”每周推出3期

为做好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共

青团广州市委员会自3月23日起推出疫

情防控“多语种微课堂”，由精通相关外

语

（如英语、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阿拉

伯语等语言）

的广州青年志愿者讲授并

公开发布，向包括在穗国际友人在内的

世界人民传播疫情防控经验及相关防

护知识。“多语种微课堂”首批内容包括

《如何正确佩戴口罩》《如何正确洗手》

《如何正确使用体温计》《如何做好健康

防护》《如何做好居室清洁和消毒》《如

何做好心理调适》《入境来华来穗法规

政策温馨提醒》等。

目前，“多语种微课堂”前两期现已

在广州市团校、广州志愿者学院等微信

公众号发布，并在全市各定点集中隔离

观察点、各公交线路推广。 该课堂计划

每周推出3期，两周内全部推出，并通过

线上和线下渠道进行宣传推广。

广州向国际友城捐赠防护口罩255万个、体温计2200支

“多语种微课堂”传播疫情防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

讯员 王宇丹）

昨日， 记者从广东

省医保局获悉， 该局联合省财政

厅、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通知，

进一步完善新冠肺炎疫情综合防

控医疗保障措施。 据悉，新冠肺炎

患者治愈出院后隔离期间的医疗

费用、 出院后核酸检测阳性重新

入院治疗的医疗费用， 按规定全

额保障。

出院后隔离期医疗费全保

通知规定，落实《广东省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患者

治愈出院人员身心健康跟踪服务

工作的方案

（试行）

的通知》，治愈

出院参保人员符合健康跟踪服务

方案的医疗费用

（含当次就诊合

并症、并发症诊疗费用）

按规定全

部临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沿用疫情期间特殊医疗保障政

策，不设个人先自付比例，取消基

本医保门诊、住院起付标准，按一

级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支付，

不纳入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在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

规定支付后， 患者个人负担部分

由财政给予补助，实施全额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 新冠肺炎患

者治愈出院后隔离期间的医疗费

用、 出院后核酸检测阳性重新入

院治疗的医疗费用， 按上述规定

全额保障。

发热门诊胸部CT纳入医保

通知表示， 继续做好发热门

诊胸部CT筛查医疗保障工作。 据

介绍， 对新冠肺炎筛查对象在省

内发热门诊发生的符合胸部CT

筛查工作方案中“筛查要求”的门

诊诊疗医疗费用

（含因病情需要

在当次初诊或转诊的发热门诊使

用的药品 、 诊疗项目等医疗费

用）

，全部临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

范围， 纳入疫情期间特殊医疗保

障政策，实施全额保障。

针对住院患者CT筛查医疗

保障通知则表示，在省内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参保人因新

冠肺炎筛查需进行胸部CT检

查的，当次住院胸部CT检查费

用按规定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

围，由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等按原规定支付。

此外，非参保人、跨省异地就

医人员发生的符合上符合规定的

医疗费用，由就医地财政支付，省

财政统筹省以上资金视情给予适

当补助。

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隔离期间医疗费全保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昨日，

广州市举办第56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

会，记者在会上获悉，从2月27日到3月

25日24时， 广州口岸共转运入境旅客

33574人，截至3月25日0时，全市境外重

点旅客现有实施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人数12564人， 比前一日增加1269

人。

入境旅客目的地为广州仅占四成

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魏敏介绍，从

2月27日到3月25日24时，广州口岸共转

运入境旅客33574人， 其中广州13912

人、 占比41.4%， 外地市14772人、 占比

44%，省外4890人、占比14.6%。 从省内其

他口岸接返入境的广州旅客990名。

3月25日当天， 广州共转运旅客

2347人，其中目的地为广州的709人、占

比为30%，省内外市1195人、外省443人，

省外及省内其他地市旅客的占比为

70%。 截至3月25日15时，广州共核查经

外地口岸入境来穗旅客22147人。

昨日，共有23班次境外航班计划入

境广州，入境旅客预计3999名。

入境旅客实施医学观察方面，截至

3月25日0时，全市境外重点旅客现有实

施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数12564

人

（比前一日增加

1269

人）

，其中集中医

学观察6136人， 居家医学观察6428人。

按国籍分类： 中国籍

（含港澳台）

9677

人，集中医学观察5118人，居家医学观

察4559人；外国籍2887人，集中医学观

察1018人，居家医学观察1869人。

天河区隔离人数占全市约四分之一

据天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罗永忠

介绍， 自2月26日以来至3月25日24时，

天河区累计接待服务入境旅客3448人，

现有隔离医学观察3197人，其中集中隔

离1446人，居家隔离1751人，总人数为

全市最多，占全市约四分之一。

为此，天河区抽调人员配强专班人

员力量，每天投入1000多名工作人员参

与防控新冠肺炎境外输入工作，天河区

全天候接待转运，每日分4班，按照市公

布的转运计划，派出相应数量的“转运

小组”跟车接人，运送至区定点酒店安

排入住。

集中隔离方面，天河区目前已设置

15家定点接待酒店。

每个酒店设立专班组统筹安排，分

别设置流调组、采样组、信息组、医疗保障

组、消杀组等5个工作小组，配备医护人员、

酒店生活保障人员、安保人员、翻译人

员等，每班次近40人。

截至前日全市境外旅客隔离观察12564人

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

民航局

26 日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调减

国际客运航班量的通知》， 决定进一步

调减国际客运航班运行数量，各航空公

司的航班计划自 3 月 29 日起执行。

通知说，为坚决遏制境外新冠肺炎

疫情输入风险高发态势，各航空公司以

民航局 3 月 12 日官网发布的“国际航

班信息发布

（第

5

期 ）

”为基准，国内每

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

能保留 1 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

不得超过 1 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

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 1 条，且每周运

营班次不得超过 1 班。

通知指出，各航空公司根据上述要

求，提前向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申请预

先飞行计划。 各航空公司按照本通知的

要求调减航班涉及的航线经营许可和

起降时刻等予以保留。

此外，各航空公司要严格执行最新

版《运输航空公司疫情防控技术指南》。

在抵离中国的航班上采取严格的防控

措施，确保客座率不高于 75%。

通知说， 民航局可能出台进一步

收紧国际客运航班总量的政策， 各航

空公司应提前研判，做好已售机票的

延期、退票等处置工作。

民航局：再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

信息时报讯

外交部网站 3 月 26 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家移

民管理局关于暂时停止持有效中国签

证、 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的公告》(以

下简称《公告》)。《公告》指出，自 2020 年

3 月 28 日 0 时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

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

《公告》指出，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范围快速蔓延， 中方决定自 2020

年 3 月 28 日 0 时起， 暂时停止外国人

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

暂停外国人持 APEC 商务旅行卡入境。

暂停口岸签证、24/72/144 小时过境免

签、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

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 144 小时免

签、 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免签等政策。

持外交、公务、礼遇、C 字签证入境不受

影响。 外国人如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

科技等活动，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

要，可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办签证。 外

国人持公告后签发的签证入境不受影

响。

《公告》表示，这是中方为应对当前

疫情，参考多国做法，不得已采取的临

时性措施。 中方愿与各方保持密切沟

通， 做好当前形势下中外人员往来工

作。 中方将根据疫情形势调整上述措施

并另行公告。

中新

持有效签证和居留许可外国人明起暂停入境


